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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州县每所
农村中小学都有
一个劳动教育基
地， 该县将勤工
俭学与课程改革
相结合， 建成绿
色学校18所， 为
每所农村学校至
少配备一名专职
农技课教师，全
县劳技课开课率
100%。

校校有“菜篮子” 人人吃新鲜菜
———湖南靖州县推动勤工俭学向公益性转变纪实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秦明 谢真燕

菜满园、 猪满圈、 苗圃葱茏、 果
树满枝……金秋十月， 这样的丰收场
景， 不仅出现在乡村田野上， 也出现
在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农村的中
小学校园里， 这正是该县师生勤工俭
学的成果。

湖南靖州将中小学勤工俭学工作
与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能力紧密结合起
来， 突出其育人功能， 真正实现勤工
俭学由纯劳动实践型向课程化转轨，
真正实现勤工俭学由创收型向公益性
转变， 使之成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校都有劳动教育基地
漫步在靖州横江桥中学果林里，

该校校长杨思武说， 这里曾经是学校
的一块荒地， 现在不仅变成了学校的
20亩学农基地， 也成了改善学生生
活水平的“菜篮子”， 果树能结果，
果树下则能种菜， 每年能产出1万余
公斤的水果， 2000公斤的新鲜蔬菜。

像这样的劳动教育基地， 在靖州
县农村中小学里， 每所学校都有一
个。 近年来， 靖州县将勤工俭学与课
程改革相结合， 按照宜农则农、 宜养
则养， 宜林则林， “种养” 相结合的
方式， 改建、 新建基地1075亩。

“我们把劳动技术教育课当作物
理课、 化学课这样的课程来开设， 把

这些基地当作仪器室、 实验室来建
设。” 靖州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俞启
斌告诉记者， 以前， 由于教育经费短
缺， 勤工俭学的目的是创收， 改善师
生福利待遇，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
2012年。 “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
再单纯地把勤工俭学当作创收来搞已
不符合实际， 必须挖掘出它的育人功
能。”

靖州县一方面整合现有的基地，
另一方面， 通过与农民合作或者租赁
外出打工农民的土地， 这样就实现了

“校校有基地、 处处是绿色校园” 的
目标， 全力推动勤工俭学向课程化、
公益化转变。

靖州县教育局局长吴玉乾介绍，
目前， 靖州县建成绿色学校18所，
还通过“绿色证书” 教育， 培养了
3000余名乡土人才， 发放了近万本
绿色证书。

所有学校配劳技课教师
低年级学生给包菜、 豇豆等捉

虫， 师生把这个活动取名叫“给植物
治病”； 高年级学生翻地， 大家把它
叫作“给大地梳头”； 播种， 大家把
它叫“画龙点睛”； 种菜苗， 大家把
它叫“给地球美容” ……

这是新厂中心小学根据儿童的认
知特点，设计劳技课活动细节，提高学
生的劳动兴趣，同学们学得兴致勃勃。

“学生实践活动的课程化， 既培
养了学生热爱劳动的观念， 锻炼了学
生吃苦耐劳的精神， 还体现了服务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和以育人为中心、 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工作目标， 扩大了
课程资源， 拓宽了学生的科学知识视
野。” 新厂中心小学校长黄立坤说。

靖州县要求， 从小学三年级至初
中九年级， 每周至少安排一节劳技
课。 劳技教材以技能训练为主线， 以
学生动手操作为主体， 每一节课都需
要学生自己动手实践、 仔细观察， 然
后提出问题， 再通过观察、 查资料、
请专家或小组合作解决问题。

为开好课程， 靖州县教育局通过
农校教师转型等途径， 为每所农村学
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农技课教师， 目
前， 全县有专兼职农技课教师52名。
同时利用合格学校建设契机， 建成劳
动技术教育教室301间， 建设劳技室
31个、 成果展览室29个， 确保小学
三至六年级、 初中七至九年级均有上
劳技教育课的教室。

该县还开发了以认识身边蔬菜、
栽培果树苗木、 养殖生猪为主的劳技
地方教材， 在初中阶段开设“靖州县
农村实用技术” 课， 在小学三至六年
级开设“走进开心农庄” 课， 免费将
教材发给全县中小学生。

目前， 全县劳技课开课率100%，
小学、 初中毕业生劳技课合格率95%
以上， 实现了开展学生劳技教育和校
外实践活动“教、 学、 做” 三统一。
此外， 靖州各农村学校不断开发“土
教材”，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课程。

23所学校建160亩蔬菜基地
“我们希望通过养猪种菜， 让学

生提高实践动手能力的同时， 还能改
善食堂伙食， 让学生吃饱吃好。” 寨
牙学校校长杨方元说， “学校食堂每
天产生的菜叶、 泔水、 剩菜剩饭扔掉
了可惜， 卖了不值钱。 现在把这些剩
饭剩菜做成猪饲料用来养猪， 既解决
了垃圾处理难题， 又可变废为宝， 实

现循环利用。”
靖州县于2012年启动了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2013年开始
全面启动食堂供餐模式。 劳动基地的蔬
菜和猪肉便提供给了食堂， 许多学校不
仅吃上了绿色天然食品， 还实现了中午
食堂就餐全免费。

针对农村寄宿生吃菜难、 就餐条件
差等难题， 靖州县实现勤工俭学由创收
型向公益型转变。 2013年， 靖州县财政
投资20万元建立了新厂中心小学劳动实
习基地， 基地共有菜地23亩、 苗木10
亩。 菜地安装了灌溉系统， 时令蔬菜供
应基本做到自给自足、 自产自销。 今年
又投入20万元改造了横江桥中学学农基
地， 利用校内20亩空地建设果园和菜
园， 其中果园19亩， 菜园约1亩， 每年
能产1万多斤水果和新鲜蔬菜， 丰富了
学生的餐桌营养。

靖州县教育局还采取以奖代补的形
式，鼓励学校发展种植、养殖基地，对工作
积极、成效显著、规模较大的基地给予5
万至20万元不等的补助金。 近3年来，县
教育局共发放奖励补助金80万元。

目前， 全县已有23所学校建有160
亩蔬菜基地， 全部种上了蔬菜， 做到了
一年四季餐餐都有新鲜蔬菜， 实现了食
堂蔬菜自给。 靖州县25所农村寄宿制学
校利用闲置的土地和校舍资源， 建设生
态养殖场。 如今已有23所农村寄宿制学
校建成了小型生猪养殖场。

“我们的学农基地不仅是学生的劳动
实践基地， 还是帮困助学的公益项目。”
县教育局勤管站站长姚希明说， 利用劳
动基地的收入， 每年还能资助贫困学生
400人次， 并实现了从“养猪、 种菜、
办食堂” 到“办好一个食堂， 资助一批
困难学生” 的转变。

教 风景线改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我省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求， 研究
贵州教育 “赶、 转、 改”、 质量提高、 特色发展
的重大问题， 贵州省教育厅设立 “2014年贵州省
教育改革发展研究十大课题 ”， 面向全国招标 。
现公告如下：

一、 招标课题
1.贵州省幼儿园集团化办园模式与机制研究
2.贵州省中小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的策略研究
3.贵州省义务教育学区制办学与学校特色发

展研究

4.贵州教育信息化背景下中小学教学模式创
新研究

5.贵州省职业院校生均财政公用经费拨款标
准研究

6.贵州省现代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体系建设
研究

7.融入东盟教育圈的贵州教育走出去战略研
究

8.贵州省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9.贵州省师范院校本科学历小学教师培养质
量研究

10.贵州省高校教师教育教学技能培养机制研究

二、 投标要求
1.招标范围 全国 （含港澳台地区） 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各咨询、 研究和教育机构的从业人员。 投
标人可独立或联合投标。

2.投标人资质 课题负责人应有副高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 否则须有两名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

3. 成果形式 课题阶段性成果为在省级以上报
刊公开发表的系列论文和调查报告，每一课题须提出
2个以上的阶段性成果。 终端成果为研究报告或专著。

4.研究期限 课题研究期限为1年以上， 2年以
下 （从签订中标合同之日至结题验收之日止）， 其
中， 第五个课题 《贵州省职业院校生均财政公用经

费拨款标准研究》 研究期限为1年。
5.投标步骤 下载标书-选择课题-填写标书-

邮寄标书 （时间以邮戳为准） -资格审查-通讯评
审-现场答辩-专家评标-会议定标-签订课题研究
合同。 标书可从贵州省教育厅政务网 （http://www.
gzsjyt.gov.cn/） 和贵州省教 育科学院 （ http://jky.
gzjkyyw.com/） 下载。 纸质标书一式5份， 用快递邮
寄至： 贵州省贵阳市陕西路123号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教育科研管理所收

邮编： 550001 电话： 0851-6775332， 同时发
送电子版标书至gzjkyghb@163.com

联系人： 刘军明 田仁刚
受理标书日期： 2014年11月20日至11月25日

现场答辩日期： 2014年12月10日至12月15日
三、 研究经费
每个招标课题资助经费不少于6万元， 最高不超

过8万元。
四、 成果权属
课题全部成果的著作权和版权归贵州省教育厅

所有。 课题负责人和研究人员以及担保的责任单位
享有相应的署名权。

未尽事宜可参阅标书或在签订课题研究合同时
商议。

贵州省教育厅
201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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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30多位教师，一次被选拔走9位———

城市校岂忍挖乡村校“墙脚”？
中国教育报：

笔者所在学校是一所乡村中
学， 仅有30多位初中教师。 新学
期开学后， 城里中学通过考试选拔
走了9位年轻优秀教师， 12个班主
任一下子少了5个， 其中有一个初
三班级，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教师， 全部被选拔走了。
因为新教师一时难以到位，

学校的教学工作陷入瘫痪。 校长
心里十分纠结， 优秀的乡村中学
竟然成了城市学校的“育师场”，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近年来， 城市学校从乡村

学校选拔教师逐步走向公开， 教
育局进行的选拔方式越来越公正：
注重笔试成绩， 不再是进行名为
“面试择优”， 实为拼关系、 权力、
财力的“暗箱操作”， 这让优秀教
师备受鼓舞。 这样的选拔对城市
学校是好事， 对教师本人的发展

也是好事， 然而却让乡村学校的
教育陷入困境， 加剧教育资源不
均衡现象。

俗话说：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
处流。 优秀教师参加城市学校的选
拔， 改变自己工作的环境， 是他们
的权利。 不过， 这一现象折射的问

题， 值得教育部门、 政府有关部门
注意， 为何乡村学校留不住优秀年
轻教师， 为何优秀的乡村学校会成
为城市学校的“师资培训基地”，
怎样解决乡村学校面临的困境？

■湖南省武冈市湾头镇一位乡
村教师

校园施工
要讲规矩

报载， 浙江温州一所小学铺
设的塑胶跑道散发臭味， 学校因
此停课4天。虽然当地教育部门和
学校不同意在上课期间施工，但
开发方以施工进度压力为由，强
行在国庆假期施工。

学校及时停课， 体现了对学
生健康负责任的态度， 但毕竟影
响了正常的教学计划。 随着教育
经费投入不断增加， 城市学校三
番五次翻修校园并不鲜见， 其造
成的环境污染也不容忽视。 一个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校园翻修的
时机、 程度等， 是否也应讲讲规
矩、算算账？ 有了规矩，就会减少
随意性， 也不会轻易向施工方妥
协。 （纪秀君/文 CFP/图）

16位农民到教育厅“走亲戚”，带来了
城里的专家和教师———

“没想到专家这么快就来了”
■本报记者 蒋夫尔

“没想到， 教育厅这么快就派专家来学校了。” 10月
14日， 新疆库车县玉奇吾斯塘乡农民阿布来提·托乎提
站在玉奇吾斯塘乡小学的教室门口激动地说。

原来，这次城里的专家和教师能到乡里来送教，与玉
奇吾斯塘乡16位农民前不久到教育厅“走亲戚”有关。

9月24日，16名库车县玉奇吾斯塘乡农民来到自治区
教育厅，提出“请多给我们派些双语教师来”，希望能把乡
村双语教育办得更好(本报9月27日头版做了报道)。 自治
区教育厅决定组织乌鲁木齐的骨干教师， 到玉奇吾斯塘
乡中小学送教，并对当地教师进行教学技能方面的培训。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海萨尔·夏班拜说， 这样做，
是为了满足农民群众的要求， 回应群众的期盼， 进一步
提高玉奇吾斯塘乡中小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 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 解决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他表
示， 自治区教育厅将会组织更多这样的送教下乡活动，
形成常态化， 切实帮助乡村学校提高双语教学。

读了贵报 10月 11日刊登的
《教师怎能因“怕影响评优” 拒收
学生》 一文， 笔者觉得， 类似“拒
收” 的现象并不鲜见。 比如， 开学
初班主任拒接学校编排的班级； 教
师拒教学校分配的学科， 等等。 这
些“拒” 的根源在学校、 在教师，
解决的途径也在这两方面。 学校要
做到工作公平、 公正、 公开、 透
明， 评价科学有效顺应民心， 充分
调动起广大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教
师要胸怀宽广， 有大局意识， 为学
生的长远发展考虑， 从而促进学校
工作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黑龙江宁安市卧龙学校 朱传义

解决“拒收”问题
应从根源抓起

【画中有话】
【读者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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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融合、改革创新
推动高校科技工作上新水平
教育部举办司局级干部集体学习会

本报北京10月15日讯 （记者 纪秀君） 今天， 教
育部举办司局级干部集体学习会， 教育部党组成员、 副
部长杜占元作题为 《科教融合、 改革创新， 推动高校科
技工作上新水平》 的专题报告。

杜占元指出， 近十年来高校科技工作“稳中有进，
量增质升”， 在基础研究、 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 社会
服务、 人才培养以及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
展，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为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杜占元强调， 面向未来发展，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
一生产力与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 要围绕科教融
合这条主线， 坚持科技、 教育、 经济相互结合， 大力推
动科技创新、 机制创新与管理创新， 实现高校科研和人
才培养向需求导向转变、 创新组织管理向流动开放协同
的机制转变、 创新要素与资源向汇聚和融合的方向转
变， 切实提升高校的创新能力、 支撑高等教育质量提高
能力、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教育部机关全体司局干部、 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近150人参加了会议。

北京海淀区义务教育学校
管理标准实验启动

本报北京10月15日讯 （见习记者 唐琪） 北京市
海淀区《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实验区启动会暨
培训会今天在京召开。作为教育部批准的全国7个实验区
之一，海淀区率先开展教育实验、经验积累工作。

海淀区将结合区内教育实际， 完善实验计划、 开展
学习培训、 加强监测评价， 以印证标准、 促进规范、 改
善治理， 从而在全国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海淀区将以“探索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促进干部教师
专业成长、营造良好育人环境、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印证
完善《管理标准》”为目标，细化标准要求，构建具有海淀
特色的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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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邓州两年新增
城区学位1.2万个

本报讯 （记者 陈强） 记者近日从河南省邓州市教
育局了解到， 该市采取积极新建改扩建公办学校和大力
发展民办教育等措施， 两年多时间增加城区中小学学位
1.2万个， 平均班额初中、 小学分别比3年前下降了12.2
人、 13.3人。

从2011年以来， 该市共计投入资金近5000万元，对
城区一小、二小、三小及二初中、三初中、五初中进行了改
扩建，迁建了市幼儿园，新建了花洲小学，在义务教育阶
段共计增加教学班96个、学位6000个，其中初中30个班、
2700个学位，小学66个班、3300个学位。为发挥民办教育
在城区的作用，该市提出“先服务再管理”和“重服务轻管
理”的工作方法，筹建了“邓州市民办教育网”，通过网络
平台宣传邓州市民办教育、 特色学校。


